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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海霞
陈虹）6 月 6 日， 常德市西洞庭
管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纪检员
申毅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反映
广益东路（现常德路）靠南一个
长方形窨井没了井盖， 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 挂完电话，申毅与
同事立刻前往现场， 对问题井
盖周边进行了围挡处理， 并设
置了警示标志。 次日上午，这一
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为避免出现辖区井盖伤人
情况， 西洞庭管理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近期对城区主次干道井
盖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 对井
盖轻微缺损、丢失、井圈松动等

问题一并解决，确定责任部门，
并对相应负责人员下达 《关于
城区井盖缺损修复的函》，要求
24 小时内修复并反馈处理情
况， 无法确定责任单位或暂时
无法解决的由区综合执法局一
并处理。 目前，该局已排查出问
题井盖 15 处 ， 下达整改函 3
份 ，更换井盖 12 个 ，今年以来
共修复问题井盖 50 余处。 下一
步， 西洞庭管理区综合执法局
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 结合井
盖用途，联合电力、通信等部门
形成长效机制， 确保每个井盖
都有 “主人 ”，扣好道路 “安全
锁”。

临澧县委政法委召开专题会议

从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本报讯(游芳芳 龚星) 6 月

7 日下午，临澧县委政法委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苏群英主持会议
并讲话，县委政法委全体班子成
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第十九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精神、第十二届湖南省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精神、第八届常德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第
十三届临澧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详细解读
了单位党组织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包含的 3 个方面 ，
即：领导班子集体 、党组织书记
和每名领导班子成员的主体责
任。

苏群英要求，县委政法委机
关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抓、纪检监
察机构相关负责同志要切实履
行好监督职责，从严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全体班子成员要认
真履职 ，强化工作责任 ，推进各
项政法工作取得实绩。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妮 刘
帝志）今年以来，汉寿县人大常
委会立足工作实际， 持续聚焦
“三农 ”工作重点 ，以推动乡村
振兴作为总抓手，着力加强“三
农” 领域政策落实和产业发展
监督， 推动全县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加快乡村振兴
步伐， 为促进我县农业农村现
代化持续贡献人大力量。

关注民生福祉。今年 3 月，
县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县政
府关于落实惠农资金和政策专
项工作报告的相关工作。 为保
障改善民生、落实惠农政策、激
活农村发展动力源， 县人大开
展了专题调研，通过调查摸底、
实地查看和个别座谈等调研方
式， 发现该县在贯彻落实惠农

政策方面还存在宣传欠深入 、
资金管理使用欠规范、 补贴发
放欠精准等问题。 县人大常委
会认真梳理并总结了相关工作
成效， 详细查找和分析了存在
问题的原因， 并有针对性地提
出要夯实工作基础、 增加资金
投入、完善监管制度、提高使用
效益等意见和建议。

助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
当前， 汉寿县委县政府把打造
百亿甲鱼产业作为“十四五”发
展目标， 为了加快这一特色产
业发展， 县人大和相关部门积
极助推。 5 月 17 日 ，湖北省大
冶市人大常委会考察团来该县
考察龟鳖等特种水产产业 ，县
人大积极对接职能部门、 专业
合作社和相关企业， 围绕推介

“汉寿甲鱼 ” 精准制定考察线
路， 帮助考察团详细了解生产
管理、技术支撑、产业带动等情
况。通过深入互动交流，充分利
用好双方的资源优势， 共同促
进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规范化建设。 今年是
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后的第 1
年， 县人大加强了对专委委员
的联系和培训指导 。 3 月 18
日， 召开了第十八届县人大农
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对全体
委员提出了要正确履职明方
向、依法履职求实效、为民履职
树形象等具体要求。今后，该县
人大常委会将更加努力凝聚全
县 “三农 ”工作合力 ，助推全县
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
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雨娴
熊燚 ）为提升群众 “文明出行 、
安全出行”安全意识，推动创文
工作向纵深开展 ，6 月 10 日 ，
在开展多轮交通违法行为集中
曝光后， 临澧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联合社区志愿者在城区开展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

行动中， 执法人员采取巡逻
与设卡相结合的模式， 深入城区
主次干道和重点路段，重点查处
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带盔
不戴”、非法加装伞具、逆行等交
通违法行为。 在查处过程中，执
法人员着力柔性执法， 坚持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 对轻微违法行为
给予警告教育能达到执法目的
的，以批评教育为主，开展面对面
的宣传教育， 积极宣传非法加装
伞具、 不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危
害，倡导骑行者遵守交通法规，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据统计， 自 5 月份以来，临

澧交警共查处摩托车、 电动自
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3195 起，其
中不戴头盔 2080 起，违法载人

158 起，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957
起。下一步，临澧交警将继续加
大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违法查
处力度， 力争最大限度消除交
通安全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 万韩川) 6
月 9 日， 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大队长张勇、 副大队长王进
带领民、 辅警深入大鲸港工业
园各企业车库， 开展拆伞除蓬
整治宣传行动。

行动开始前， 大队积极对
接大鲸港镇政府、园区管委会，
提前传达县委、 县政府关于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
方案的精神， 要求做好园区各
企业的配合工作 。 行动当天 ，
民、辅警携带专业拆装工具，兵
分两路， 一组在大鲸港镇政府
工作人员、 园区管理人员的协

助下，对园区 30 多家企业的停
车场、车库进行拉网式清查，对
非法加装的伞具、 雨棚予以拆
除。 一组民警在园区周边主干
道、进出企业路口，对骑乘电动
车、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违法
载人等典型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和宣传教育。

张勇表示， 道路交通安全
事关千家万户， 员工的生命安
全同样事关企业的发展， 各主
管责任人、 企业负责人要时刻
绷紧安全弦、当好安全员，定期
做好安全宣传， 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 吴威）“养
浩然之气，做廉洁之人。 ”为进
一步加强清廉文化建设， 营造
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近日，常
德市鼎城区法院开展了干警
“手写清廉寄语” 征集活动，一
条条“清廉寄语”不断强化干警
的廉洁自律意识， 使廉政教育
全面化、常态化。

“手写清廉寄语”征集活动
是鼎城法院党建强警建设的活
动之一， 是党员干部进行自我

监督、自我管理、自省自律的有
效载体， 也是全院加强清廉文
化建设全覆盖的一项重要内
容， 得到了院领导和庭室负责
人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干警
们选择了不同的寄语， 用自己的
书写风格留下印记， 昭示出清廉
追求与精神寄托。 此次征集活动
共征集到作品 20 余幅，旨在通
过开展此项活动， 在潜移默化
中筑牢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思想防线。

会议现场。

汉寿人大聚焦三农推进乡村振兴

临澧交警整治交通顽瘴痼疾

交警在执法检查。

安乡交警进园区拆伞除蓬

手写寄语筑清廉

为每一个井盖扣好“安全锁”


